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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6亿美元

全球并购交易额创历史新高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全球数据处理公司

Dealogic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并购交易数额在 11 月
份超过 6000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随着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艾尔建宣布 1600 亿美元的合并
交易，11月份全球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额达到6066亿美
元，环比增长 7%。辉瑞公司和艾尔建的合并是历史上
第二大并购交易。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11月份宣布的交易中有11项交
易不低于100亿美元，占总交易额的59%。100亿美元及
以上的交易不论是金额还是数量均创下月度历史之最。
全年来看，100亿美元及以上的交易占总交易额的39%。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据韩国央行日前的初
步核实数据，韩国10月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为89.6
亿美元，顺差规模同比增加 2.2 亿美元。这是韩国自
2012年3月份以来，连续44个月实现经常项目顺差。

韩国 10 月份出口额为 474.4 亿美元，同比减少
7.0%；进口额为367亿美元，同比减幅达14.7%。进口疲
软意味着企业减少投资和消费不景气，这种“衰退性贸易
顺差”长期持续可能会削弱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

89.6亿美元

韩国10 月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宁夏大学与社科文献
出版社联合建设的“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中阿文化
交流数据库近日在北京启动并上线发布。该数据库旨
在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中
阿文化交流“网上丝绸之路”平台，促进中阿文化融通
和民心相通。

据悉，数据库设有“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中阿文化
交流、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和宁夏区域文化海外传播
等 4 个库，通过展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国
家的文化交流成果，为中外政府、企业和高校等提供信
息服务和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数据库上线

本报讯 记者李遥远报道：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增长0.7%。今年第三季度乌GDP同比下降
7%。综合一、二季度的数据（同比降幅分别为 17.2%和
14.6%），乌克兰GDP衰退呈放缓趋势。有分析认为，乌
克兰GDP同比降幅缩小的主因是对比基数较低，去年第
三季度乌工业生产因受乌东局势影响出现大幅下降。

0.7%

乌克兰三季度GDP 环比增长

经过4年建设，凝结着上千中国和几内亚工程人员的智慧与汗水，几内亚最大的水利枢纽项目

——凯雷塔水电站正式投入运营，至此——

几内亚迈向能源自给自足新时代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郭 凯

经过 4 年多艰苦卓绝的建设，凝结着
上千中国和几内亚工程人员的智慧与汗
水，几内亚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枢纽项目
——凯雷塔水电站终于在 11 月底正式投
产运营。这对全体几内亚人民来说，是一
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历史时刻，标志着水
资源丰富、号称“西非水塔”的几内亚终于
告别了电力短缺的局面，从此迈向了能源
自给自足的新时代。

凯雷塔水电站总装机 24 万千瓦，是
几内亚孔库雷河流域梯级开发的一级，建

成后年平均发电量达 9.65 亿千瓦时,将为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及其周边共 11 个省
区输出电能。几内亚总装机容量因此翻
番，极大改善了该国长期存在的电力短缺
局面。同时,作为几内亚全国电力网络建
设计划中的最重要一环，凯雷塔水电站也
将带动该国其他水电站的建设，充分利用
该国丰富的水资源，最终实现能源自给自
足以及向周边国家出口电力。

凯雷塔水电站项目合同总额为 4.462
亿美元，项目资金 25%由几内亚政府自
筹，7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
信贷，由中国三峡集团承建。从项目开
始，就受到几内亚举国上下的极大关注，
总统孔戴曾多次莅临现场视察工程进展，

该国各级政府机关和当地百姓，也尽全力
支持此项目的建设，几内亚人民干脆把这
个水电站称为“总统工程”。4 年多的艰苦
建设，凝结着中几两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与
奋斗，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

“埃博拉”病毒肆虐几内亚的日子里，中国
的建设者并没有被疫情吓倒，在做好自身
防护工作的前提下，毅然以项目按期完成
和中几合作大局为重，选择了坚守。按期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施工进度，赢得了全体
几内亚人民的敬佩。他们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表现了中国作为非洲人民最可靠朋
友的责任与担当，为中几友谊、中非友好
倾注了一腔热血。

在竣工仪式上，孔戴总统在致辞中高

度评价了三峡集团对凯雷塔水电站项目
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高度赞扬了
中国建设者对推动几内亚社会经济发展
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中国驻几内亚大使
卞建强在讲话中表示，凯雷塔水电站是推
动中几友谊深化繁荣的里程碑项目，是几
内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对中几
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具有深刻的意义。
中国专家及几内亚各界逾千人见证了竣
工典礼。伴着几内亚传统音乐的欢快节
奏，人们载歌载舞，共同迎接凯雷塔水电
站为几内亚带来的光明和美好前景。中
国建设者们也将继续用自己的汗水与智
慧，在非洲大陆筑起一座座友谊与合作的
里程碑。

美联储发布 2015年度最后一份褐皮书称

美国大多数地区经济以温和速度扩张
市场预计 12 月启动加息的概率为 79%

本版编辑 梁图强 禹 洋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联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近日在此间发表一份
有关南欧、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可再
生能源发展报告称，该地区虽然在利用可
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取得了巨
大进展，但仍然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尽
管该地区 17 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在
国家最终能源总消耗中所占比例各不相
同，但都存在着尚待开发的潜力。

这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该地区经济
规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9%，但其
2014 年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却只有
9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投资总额的 0.5%。

尽管相关国家制定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支
持计划和政策，但吸引投资是一个严峻的
挑战。

根据该报告，在这 17 个国家中，利用
可再生能源较多的国家大多缺乏或只存在
有限的化石燃料储备，并且主要使用传统
形式的水力发电和生物质燃料。只有乌克
兰显著提高了现代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陆上
风电技术的使用。报告着重指出，对于偏
远地区、频繁停电或者电力不稳定的地区，
利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提供电力，如太阳
能光伏发电、小型风电、生物质能和小型水
电等，都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该报告还说，尽管这 17 个国家拥有
巨大潜力并出台了各种支持提高能源效
率的措施，但用于取暖和降温的现代化可
再生能源技术在这些国家的普及率仍然
不高。该地区在改善老化的电力基础设
施和提高电力供应效率方面将继续面临
挑战。

这份报告涉及的 17 个国家包括波
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
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
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
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

东南欧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大

中非友谊

源远流长

打超深钻井，钻穿地壳，直接“触摸”到地壳与地幔

的边界，这是全世界地球科学家的理想。美国、英国、

中国等 12 个国家的 30 名科学家已登上美国“决心”号

钻探船，准备在西南印度洋开展打穿地球壳幔边界的

第一次大洋钻探。图为 12 月 2 日，美国“决心”号钻探

船停靠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的港口。 新华社发

本报华盛顿 12 月 2 日电 记者高伟

东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日下午
14 时发布的本年度最后一份全国经济形
势调查报告 （褐皮书） 显示，美联储下
属 12家地区储备银行管辖的区域有 10 个
经济活动在 10 月 5 日至 11 月 20 日这段
时间继续以温和速度扩张。其中，纽约
地区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波士顿地区经
济增长略有放缓。

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地区的消费支
出都在增加，就业人数普遍增加，就业
市场状况持续改善，雇主招聘各类技术
工人的难度不断增加，薪资水平处于

“稳定至上升”态势。受美元走强、低油

价、全球需求疲软影响，美国出口持续
滑落。各地区制造业情况表现好坏不
一。大部分地区的制造商认为，未来 6
个月营商环境会有所改善。住房市场、
商业地产都有所改善，贷款需求也有所
增加。

至 于 各 地 区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具 体 状
况，克里夫兰地区储备银行的报告指
出，该地区薪资普遍存在上升压力；亚
特兰大地区储备银行的报告则称，低技
术工种薪资也有上升趋势。除亚特兰大
地区以外，明尼苏达、堪萨斯、旧金山
地区储备银行的报告均称低技术工种和
初级职位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许多地

区储备银行的报告表示，雇佣增加的主
要原因只是招聘到了临时工和初级岗位
工作人员。

据美国民间就业服务机构 ADP 同日
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11 月份民间就业
人数增加 21.7 万人，好于 19 万人的市场
预期，单月增幅创今年 6 月以来新高；
10 月份民间就业人数自 18.2 万人上修为
19.6 万人。这大大提高了市场对美国劳
工部即将公布的 11 月份非农就业岗位数
量表现强劲的预期。

美联储主席耶伦当日在华盛顿经济
俱乐部的讲话中暗示美联储加息即将临
近，市场对美联储于 12 月启动加息的预

期增强。受此影响，美元走势刷新 8 个
月以来新高，黄金、原油等大宗商品跌
幅扩大。美国当日公布的美国能源信息
署 （EIA） 原油库存增幅远高于预期，
加剧了油价跌幅，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一
度跌破每桶 40美元，至每桶 39.95美元。

美联储每年共发布 8 份“褐皮书”，
通过地区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作出
评估，“褐皮书”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 （FOMC） 货币政策例会的重要参
考资料。FOMC 本年度最后一次货币政
策例会将于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召开。从
期货市场数据来看，市场认为美联储 12
月启动加息的概率为 79%。

本报纽约电 记者张伟报道：国际能
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 12 月 1 日
称，随着部分地区产量下降且全球原油需
求持续增长，油价将从 2017 年开始回升，
未来几年将升至 80 美元/桶。美国、沙特
及其他一些国家强劲的原油生产导致原油
供应过剩，致使油价在过去一年下跌约
40%。目前，国际油价在略高于40美元/桶
的水平徘徊。比罗尔对此间媒体重申了
IEA 上个月的预期，他认为每桶 50 美元或
更低的油价不可持续。

IEA 此前预计，由于企业大幅削减新
钻探项目支出，2016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之外的产油国产量降幅将超过 60
万桶/天，创 1992 年以来最大降幅。该组
织 11月在一份报告中称，明年巨大的原油
商业库存可能继续令油价承压。截至 9 月
底，商业库存已达到将近 30亿桶的纪录高
位。比罗尔表示，2016年原油库存仍将很
高，但此后油价将出现上行趋势。

据悉，欧佩克本周晚些时候将在维也
纳召开会议。尽管油价下跌，欧佩克去年
仍选择维持高产，目前产量仍高于 3000
万桶/天的限额。此间市场分析人士预
计，欧佩克在本周会议上不会改弦易辙，
如果伊朗制裁被取消，明年增加的伊朗原
油出口将会拖累油价。

比罗尔预计，在制裁被取消的一年
内，伊朗原油产量可能每天增加 50 万桶，
但之后需要新的投资才能使产量进一步
上升。今年全球针对新的原油生产项目
投资下降超过 20%，明年可能继续下降。

比罗尔表示，目前的低油价给消费国
带来双重威胁。首先，非欧佩克产油国产
量的下降将使消费国更依赖中东原油，而
中东地区的暴力事件可能威胁当地产量；
其次，低油价会阻碍消费国为提升能源效
率所作的投资。

国际能源署预计

2017 年开始油价将大幅回升

越欧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本报河内电 记者崔玮祎报道:在经过 14 轮谈判

后，越南与欧盟 12 月 2 日在比利时正式签署越欧自
由贸易协定。双方将尽快完成审批程序，预计协定于
2018 年年初正式生效。越南总理阮晋勇同欧盟主席
容克共同见证了协定的签署。

据越媒报道，越欧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双方大部
分商品将立即享受零关税待遇，7 年至 10 年后，99%商
品将被逐步取消关税。越南鞋类、纺织、木材和农产品
以及欧盟机械设备、汽车等各自优势货物出口至对方国
家将更为便利。据了解，目前欧盟是越南第二大贸易伙
伴和越南最主要商品出口目的地之一，双方贸易互补性
强，截至2014年越欧贸易额已达368亿美元。

上图 肯尼亚外环路扩建项目由中国电建所属的水电十三局承建。图为中肯两国员工正在共同施工。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左下图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内，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坚鞋业为当地创造了 3500 个就业岗位，每天可以生产 5000 双成

鞋，全部销往欧美市场。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右下图 马胡塞夸是非洲南部国家津巴布韦中部的一个小镇。2013 年初中国援建的马胡塞夸中津友好医院投入使用以后，这

里的人气旺了，马路宽了，店铺也多了。医院现在每天接待患者 300人左右。图为马胡塞夸中津友好医院外景。 新华社发

匈牙利与伊朗加强经贸合作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近日访问伊朗，旨在加强与伊朗的经贸合作。欧尔班
总理此访目的是要在能源、农业、文化和科技等领域加强
并扩大两国之间的有效合作。

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外交部之间的合作协议；经济
部长沃尔高与伊朗方面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与促进投资
的伙伴协议；人力资源部长鲍洛格与伊朗方面签署了科
技、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政府间备忘录；国家发展部长米克
洛什与伊朗方面签署了通信创新合作协议。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12
月3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隔夜
存款利率由原来的-0.2%下调至-0.3%，将
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措施（即每月购买约600
亿欧元的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债券）的截止期
限由原来的2016年9月延长至2017年3月
或更长时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表示，量
化宽松政策措施将会继续实行直到通货膨
胀率向2%的政策目标回升。

此间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央行这
次降低利率完全是形势所迫，欧元区经济
持续低迷和通货紧缩风险不断加大迫使
欧洲央行不得不采取连续降息等宽松货
币政策措施。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
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 0.3%，欧元区
11 月的通货膨胀率只有 0.1%。欧洲央行
这次降息就是为了鼓励银行向工商企业
放贷而不是将钱存在央行。

欧 洲 央 行 再 降 利 率
并 延 长 量 宽 政 策 期 限


